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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石首市第二届微课大赛结果的通报 

 

根据石首市教育局《关于举办石首市第二届微课大赛的通

知》（石教〔2020〕92号）有关要求，全市共上报微课作品 1138

件。经网上公示投票、专家网上初评、网下复评等环节，共评出

获奖作品 1039 件，其中一等奖 312 件，二等奖 311 件，三等奖

416 件，淘汰 99 件。共评出市实验小学等 9 个优秀组织奖，现

将获奖单位和个人名单通报如下： 

一、优秀组织奖 

市实验小学 市文昌小学 市文华小学 

市绣林小学 大垸镇中心学校 小河口镇中心学校 

高陵镇中心学校 调关镇中心学校 笔架山办事处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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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秀作品 

一等奖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学科 

最 短 路 线 袁本清 邓初民中学 数学 

《恐惧从何而来——跳读<走一步再走一步>学习

心理活动描写》 
张群 邓初民中学 语文 

解绝对值方程 刘宏春 邓初民中学 数学 

if 条件状语从句 李龙方 邓初民中学 英语 

诫子书 刘友庆 邓初民中学 语文 

创新永无止境 郭长春 邓初民中学 思想品德 

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 刘琼 邓初民中学 地理 

探究反比例函数图象的平移 张新华 邓初民中学 数学 

My favorite 赵志群 邓初民中学 英语 

Unit 6 When was it invented  Section A 3a 陈孝枝 邓初民中学 英语 

一瓶蚝油，品味澳门 张蓉 大垸镇初级中学 地理 

《碳的化学性质》 袁琴琴 大垸镇初级中学 化学 

if 和 whether引导宾语从句的用法区别 周正虹 大垸镇初级中学 英语 

几分之一 张倩 大垸镇焦家铺中心小学 数学 

小学英语方位介词用法 彭婉莹 大垸镇泥南中心小学 英语 

动物名称的学习 肖玉华 大垸镇泥南中心小学 英语 

is 和 are的区别 徐晨 大垸镇小学 英语 

学写通知 李圣丫 大垸镇小学 语文 

夸张的表达手法及其考点 李超 大垸镇小学 语文 

weather 刘燕 大垸镇小学 英语 

角的初步认识 李珍兰 大垸镇小学 数学 

《用具体情景表现成语的意思》 万勇 大垸镇小学 语文 

写读后感 陈岳 大垸镇小学 语文 

地球 我们的家园 高银 大垸镇小学 思想品德 

人教版三年级数学上册第九单元《数学广角——集

合》 
秦聚才 大垸镇小学 数学 

口算除法 1 杨菲 大垸镇小学 数学 

物理中的等效与替代 吴长林 第一中学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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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学科 

《文言实词推义》 崔月华 第一中学 语文 

圆的一类性质在椭圆中的推广 廖平 第一中学 数学 

离子键 胡学成 第一中学 化学 

抛物线及其标准方程 蒋小芳 第一中学 数学 

含参不等式恒成立问题 陶菊芳 第一中学 数学 

电路故障现象转化 王胜俊 东方初级中学 物理 

细菌、真菌和病毒的结构 刘杰 东方初级中学 生物 

以小见大的写法 邓江华 东方初级中学 语文 

人教版九年级化学下册第八单元课题 3 有关杂质

问题的计算 
何自辉 东方初级中学 化学 

如何阅读欣赏诗（曲） 黄世珍 东方初级中学 语文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一的学习 何修双 东方初级中学 数学 

《唐雎不辱使命》——以剧本围读的方式品析人物

形象 
李梦娟 东升镇第一初级中学 语文 

秋天的怀恋 李章勇 东升镇第一初级中学 语文 

蹲踞式起跑 向定伟 东升镇第一初级中学 体育 

Use to do的用法及其拓展 廖幸子 东升镇第一初级中学 英语 

点和圆的位置关系 许月华 东升镇第一初级中学 数学 

审题立意之审题篇 李小娟 东升镇焦山河中学 语文 

说明的顺序 刘明陟 东升镇焦山河中学 语文 

构词法 袁芳敏 东升镇焦山河中学 英语 

同底数幂的乘法 杨琼 东升镇焦山河中学 数学 

平行和垂直 沈朝刚 东升镇小学 数学 

圆的认识 呙林艳 东升镇小学 数学 

《的、地、得》的区别和运用 陈雪晴 东升镇庄城小学 语文 

如何正确书写化学方程式 焦长垚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化学 

How many 和 how much 的用法 郑慧艳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英语 

基数词与序数词 雷晓伟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英语 

情态动词 Should的用法 何思林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英语 

湘美三年级上册《留住秋天》 李娟 高基庙镇小学 美术 

用 2-6的乘法口诀求商（1） 王仙 高基庙镇小学 数学 

缩写句子 李静 高基庙镇英华达希望小学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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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学科 

八年级上册气候 严佳 高陵镇初级中学 地理 

现在完成时态 李芳兰 高陵镇初级中学 英语 

《有话好好说》 江青娥 高陵镇初级中学 语文 

play的用法 巫霞 高陵镇多子桥联合小学 英语 

认识比喻句（微课） 严圣兰 高陵镇多子桥联合小学 语文 

《因数中间或末尾有零的笔算乘法》 李友章 高陵镇多子桥联合小学 数学 

组合图形面积的计算 周然天 高陵镇多子桥联合小学 数学 

PEP 人教版三年级上册 Unit1 Hello PartA Let's 

talk 
杨慧 高陵镇茅草街小学 英语 

四舍法试商 司马晋 高陵镇茅草街小学 数学 

小数加法和减法 郑桓慧 高陵镇茅草街小学 数学 

《音乐知识 二胡》 金雨蒙 高陵镇希望小学 音乐 

蝴蝶落我家 王光珍 高陵镇希望小学 美术 

调皮的提示语 文佑玉 高陵镇希望小学 语文 

藏戏 刘先桃 高陵镇希望小学 语文 

不可数名词的量化表达 谭娣 高陵镇希望小学 英语 

动词三单式的变化规律 莫莉 高陵镇希望小学 英语 

《鸟的天堂》——静态描写与动态描写 贺群 高陵镇希望小学 语文 

同分母分数的加法 田甜 高陵镇晏家巷中心小学 数学 

形容词比较级 李斯亮 横沟市镇小学 英语 

《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或少）百分之几》的解

题方法 
王芳 横沟市镇小学 数学 

小猴子过河 金丽平 横沟市镇小学 语文 

缩句 周娟 横沟市镇小学 语文 

以üe为例的汉语拼音拼读与运用 刘永会 横沟市镇小学 语文 

“的地得”的用法 卢易 横沟市镇小学 语文 

There be 句型结构 张嵘 横沟市镇小学 英语 

表内除法（一）：平均分 曾丽 横沟市镇小学 数学 

Scratch编程-雪地里漫步的小熊 周文 横沟市中学 信息技术 

轴对称图形 谢冰心 惠芳小学 数学 

十几减九 沈爱民 锦洲小学 数学 

倍的认识 汤彩顺 锦洲小学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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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学科 

元音字母的发音规律 李慧芳 锦洲小学 英语 

科举制的创立 田波 久合垸乡初级中学 历史 

中考道德与法治漫画题的答题技巧 丁连忠 久合垸乡初级中学 政治 

图形的旋转 刘军 久合垸乡初级中学 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佘国宝 久合垸乡初级中学 数学 

如何修改“被”字句和“把”字句 沈洁 久合垸乡小学 语文 

夸张的运用 方绍春 久合垸乡小学 语文 

五年级数学 上册 《植树问题》 陈新光 久合垸乡小学 数学 

形容词或副词的比较级 张小香 南口镇初级中学 英语 

东方明珠--香港和澳门 王翠喜 南口镇初级中学 地理 

认识图形（二） 认识平面图形 黄梅 南口镇初级中学 数学 

微课《纸花绽放》 余慧 南岳山幼儿园 科学 

微课《好饿的小蛇》 郭守艳 南岳山幼儿园 语文 

艺术领域：美术绘画活动《撒盐画》 赵君 南岳山幼儿园 数学 

溶液的形成 王雅琴 实验初级中学 化学 

《清朝君主专制的强化》 王熔 实验初级中学 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李艳 实验初级中学 历史 

《显微镜和望远镜》 刘欢 实验初级中学 物理 

《怎样圈点与批注》 姚丽雯 实验初级中学 语文 

精读和跳读——以《西游记》为例 李依浓 实验初级中学 语文 

如何读好小古文——《司马光》 郑焱 实验小学 语文 

人称代词 he和 she 李文 实验小学 英语 

认识形容词比较级 匡倩 实验小学 英语 

确定起跑线 刘绍群 实验小学 数学 

秒的认识 曾令琼 实验小学 数学 

《排队中的学问》 李晓梅 实验小学 数学 

形容词的比较级 张丽芳 实验小学 英语 

《There be 的结构与就近原则》 余婷 实验小学 英语 

怎样把句子写具体 汪蓉 实验小学 语文 

《There be的就近原则》 蒋兰 实验小学 英语 

分号的用法 汪丽平 实验小学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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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学科 

《读一本好书》 郑文桃 实验小学 数学 

花格子小牛---颜色搭配 贺婷婷 实验小学 美术 

《声音的强弱》 李芳 实验小学 音乐 

小数的大小比较 秦谋广 实验小学 数学 

缩句 吴塔立 实验小学 语文 

第几 廖平兰 实验小学 数学 

比喻句的专项训练 周婧 实验小学 语文 

我们爱整洁 刘琼 实验小学 思想品德 

租船问题 王萍 实验小学 数学 

我们爱和平 付永忠 实验小学 思想品德 

标点的使用 杨小明 实验小学 语文 

如何把提示语写精彩 熊婕 实验小学 语文 

巧借插图，理解课文 谢大琳 实验小学 语文 

排队中的解决问题 张晓云 实验小学 数学 

省略号的用法 廖理 实验小学 语文 

两位数除以一位数（商是两位数） 刘炎平 实验小学 数学 

音阶歌 王梦田 实验小学 音乐 

小练笔：仿写一种自己喜欢的花 聂萍 实验小学 语文 

像火箭那样驱动小车 胡慧子 实验小学 科学 

集合 陈珊 实验小学 数学 

语文五年级下册《牧场之国》二、三段朗读精讲 张贵霞 实验小学 语文 

长方形与正方形——解决问题 黄睿韬 实验小学 数学 

平均分 阙媛 实验小学 数学 

《圆环的面积》 杨胡杨 实验小学 数学 

词句段运用 袁立 实验小学 语文 

花手帕 李庆云 实验小学 美术 

20 以内的退位减法 李蓉 实验小学 数学 

用字母表示数 何婉芹 实验小学 数学 

有用信息轻松选 何田田 实验小学 信息技术 

分数除法 张鹤凌 实验小学 数学 

《区分 b p d q 》 张倩 实验小学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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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学科 

《认识钟表》 王秋香 实验小学 数学 

单词 play 的用法 余正达 桃花山镇初级中学 英语 

藏在比喻里的精彩 刘霞 桃花山镇初级中学 语文 

二元一次方程组 吴祖坤 桃花山镇初级中学 数学 

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运用 谭琳 桃花山镇红军小学 语文 

20 以内的退位减法  十几减九 付萍 桃花山镇小石桥小学 数学 

连减的简便计算 江津津 天鹅洲经济开发区小学 数学 

问句的三种形式——疑问句、反问句及设问句 范梅芝 天鹅洲经济开发区小学 语文 

石潭深深深几许 刘宵 调关镇初级中学 语文 

物主代词的用法 付丹 调关镇初级中学 英语 

on & off 祁芳 调关镇初级中学 英语 

第八单元课题 1金属和金属材料 叶杰军 调关镇初级中学 化学 

桥 李枝叶 调关镇小学 语文 

三角形边的关系 曹阳 调关镇小学 数学 

分数的初步认识 钟静 调关镇小学 数学 

巧用乘除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罗芳 调关镇小学 数学 

《爬山虎的脚》 胡梦 调关镇小学 语文 

PEP 四年级下册 Unit 6 Shopping 熊晓慧 团山寺镇小学 英语 

禁毒知识教育 邓长扬 团山寺镇小学 思想品德 

20 以内退位减法----十几减 9 瞿运兰 团山寺镇小学 数学 

微课 田冬芳 团山寺镇小学 语文 

《”的、地、得“的用法》 蔡傲霜 团山寺镇小学 语文 

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 赵永华 团山中学 物理 

疑问代词 who和 whom讲解 徐聪 团山中学 英语 

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赵艳霞 文昌小学 英语 

乘法的初步认识 魏媛媛 文昌小学 数学 

写人物对话，不用“说” 杨凤姣 文昌小学 语文 

《找规律》 吴丹 文昌小学 数学 

《组合图形的面积》 付义武 文昌小学 数学 

搭配的学问-简单的组合 陈厚兵 文昌小学 数学 

三字惯用语的理解与运用 熊文琳 文昌小学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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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学科 

《巧用点面结合 丰富场面描写》 李翠红 文昌小学 语文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黄黎 文昌小学 数学 

音乐微课  《附点四分音符》 陈晓君 文昌小学 音乐 

人物动作描写方法 陈菊香 文昌小学 语文 

《认识钟表》 杨俊 文昌小学 数学 

剪刀添画 李铖 文昌小学 美术 

怎样录制一节微课（一） 孙盛芳 文昌小学 信息技术 

现在进行时 曾智 文昌小学 英语 

有趣的方阵排队问题 刘媛 文昌小学 数学 

《白鹭》 王崇玉 文昌小学 语文 

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 李芬 文昌小学 数学 

《简单的组合问题》 柳琴 文昌小学 数学 

《三角形的内角和》 陈雪晴 文昌小学 数学 

认识人民币 王为 文昌小学 数学 

找规律 白梅 文昌小学 数学 

《轻松使用 Be动词》 朱小玲 文昌小学 英语 

认识钟表 朱艳兰 文昌小学 数学 

梯形的面积 孙庆红 文昌小学 数学 

认识钟表 陈贤君 文昌小学 数学 

9加几 文琼 文昌小学 数学 

小数乘小数 张新德 文昌小学 数学 

认识比喻句 张玲 文昌小学 语文 

《汉语拼音标调规则》 袁平 文昌小学 语文 

锐角和钝角 熊肃敏 文昌小学 数学 

计算经过时间 祝红霞 文昌小学 数学 

巧分的地得 王向荣 文昌小学 语文 

纸品乐陶陶 孙艳 文昌小学 美术 

借物喻人 陈红 文昌小学 语文 

部首查字法 黄志祥 文昌小学 语文 

反问句改陈述句 刘禹 文昌小学 语文 

乘加乘减 付峰铭 文昌小学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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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学科 

植树问题 徐芳 文昌小学 数学 

河北少年出版社二年级音乐上册《音的高低》 罗博文 文昌小学 音乐 

元音字母 O的发音规则 陈敏 文昌小学 英语 

三年级上册数学《分数的初步认识》 罗艳芳 文昌小学 数学 

认识时间 张依琼 文昌小学 数学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乘法 张晓云 文昌小学 数学 

青蛙写诗 姜金红 文昌小学 语文 

认识拟人句 胡莉 文昌小学 语文 

抠图拼合 许远征 文昌小学 信息技术 

不规则图形的周长 袁利琼 文昌小学 数学 

如何拟一个吸引人的标题 刘丽 文昌小学 语文 

圆的面积 赵佳玮 文昌小学 数学 

方位介词的区别 马丽 文峰初级中学 英语 

用代数方法解数轴上的动点问题 鄢盛莉 文峰初级中学 数学 

降水的变化与分布 倪佳 文峰初级中学 地理 

The  Weather 袁玉芳 文峰初级中学 英语 

《玩好“跷跷板”，写出好文章》 谢大静 文峰初级中学 语文 

《美玉微瑕 瑕不掩瑜》——在写作中塑造真实可

感的人 
夏镭 文峰初级中学 语文 

旋转中的一副三角板 李一平 文峰初级中学 数学 

if 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 张光明 文峰初级中学 英语 

溶液的形成 赵自琼 文峰初级中学 化学 

时间表达法 曾慧 文峰初级中学 英语 

关节的结构与功能 郭元珍 文峰中学 生物 

《三角形的内角和》 周红 文华小学 数学 

《学写倡议书》 张金才 文华小学 语文 

组合图形的面积 曾维婷 文华小学 数学 

圆的面积 刘贵梅 文华小学 数学 

倒数的认识 郝威 文华小学 数学 

美化人像 付小勇 文华小学 信息技术 

图形复制 杨李同 文华小学 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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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学科 

围绕中心句写一句话 杨圣霞 文华小学 语文 

拟声词的运用 彭清晨 文华小学 语文 

数学广角-搭配（一） 刘翠娟 文华小学 数学 

分数的初步认识 李小平 文华小学 数学 

会飞的娃娃 易芳 文华小学 美术 

拟人句 黄鑫 文华小学 语文 

六年级上册 Recycle 1,Warm-up&Lead-in 黄艳艳 文华小学 英语 

It's time for...与 It's time to...的用法区别 周维 文华小学 英语 

足球：脚内侧踢球 覃阳灯 文华小学 体育 

周长的认识 赵艳芳 文华小学 数学 

白居易诗歌中的“红”与“绿” 王钟 文华小学 语文 

《认识四边形》 毛宁 文华小学 数学 

十几减 9 郑敏 文华小学 数学 

认识几分之几 宋睿 文华小学 数学 

缩写 欧阳凌子 文华小学 语文 

缩句 李月 文华小学 语文 

可爱的班集体 孙天娅 文华小学 美术 

认识面积 程美琪 文华小学 数学 

《数学广角—搭配》（1） 赵绪甜 文华小学 数学 

缩句 司马艳 文华小学 语文 

扩写句子 赵林芳 文华小学 语文 

《生动的拟人句》 高钰锋 文华小学 语文 

观沧海，显雄姿 黄亚蓝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语文 

能够根据不同的主语正确使用 am/is/are 余小敏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英语 

余角和补角 卢亚琴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数学 

《角的表示方法》 谭向娟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数学 

want 李澜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英语 

摩擦力习题讲解 易守望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物理 

《动物儿歌》 刘洪 小河口镇小学 语文 

8和 9的认识你有多少 徐桃师 小河口镇小学 数学 

Unit 4  What   can  you   do?       Part   王志丽 小河口镇新铺小学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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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学科 

A  let's  learn 

《世界表层洋流分布》 魏荣伍 新厂高级中学 地理 

一元二次不等式及其解法 汤青海 新厂高级中学 数学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王  峰 新厂高级中学 政治 

1861年农奴制改革 彭学敦 新厂镇初级中学 历史 

平行线的性质 李远成 新厂镇初级中学 数学 

西北地区——自然特征与农业 苏文 新厂镇初级中学 地理 

猫 朱娇 新厂镇六腰垱小学 语文 

学写留言条 罗远霞 新厂镇小学 语文 

快乐识字 杨晓丽 新厂镇小学 语文 

神奇的省略号 黄荣 新厂镇小学 语文 

说明文的几种方法 马珍 新厂镇小学 语文 

部首查字法 曾辉 新厂镇小学 语文 

复式统计表 罗兆雪 新厂镇小学 数学 

认识小数 李尚文 新厂镇小学 数学 

微课 刘若云 绣林小学 数学 

费用统计准又快 王新发 绣林小学 信息技术 

解决问题（数数策略） 杜琼 绣林小学 数学 

“一”字的变调 熊婷 绣林小学 语文 

《会飞的翅膀》 田娜 绣林小学 美术 

认识钟表 张李 绣林小学 数学 

十几减 9 李君芳 绣林小学 数学 

《四小天鹅》 刘静云 绣林小学 音乐 

克与千克的认识 郑爱枝 绣林小学 数学 

《姓氏歌》 何亚敏 绣林小学 语文 

整数加法运算定律推广到小数 张琴 绣林小学 数学 

《租船问题》 李青凤 绣林小学 数学 

国家机构 喻长玲 绣林小学 思想品德 

反问句改陈述句 林曼 绣林小学 语文 

倒数的认识 姜琼 绣林小学 数学 

乘除法的意义及各部分间的关系 王广莉 绣林小学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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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学科 

《组合图形的面积》 刘红梅 绣林小学 数学 

数学广角--推理 刘敏 绣林小学 数学 

Let's spell 肖艳 绣林小学 英语 

图画文章 李忠俊 绣林小学 美术 

be 动词的用法 宋璇 绣林小学 英语 

比多少 周凤梅 绣林小学 数学 

微课 夏晓蓉 绣林小学 数学 

美丽的扎染 刘娟 绣林中心幼儿园 其他 

吹画梅花 王璐 绣林中心幼儿园 美术 

数数歌 郑祚梅 绣林中心幼儿园 语文 

二等奖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学科 

“一”字的变调 佘雄超 笔架山办事处东方小学 语文 

兼收并蓄 交流互鉴 姚萍 邓初民中学 思想品德 

议论文阅读指导 陈章玲 邓初民中学 语文 

信息技术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 曾凡建 邓初民中学 信息技术 

析教子之道  悟舐犊之情 刘晋玲 邓初民中学 语文 

复分解反应 王家胜 邓初民中学 化学 

《作文教学--教给学生修改的角度与方向》 徐娟 邓初民中学 语文 

手指头的命运 刘洁 邓初民中学 语文 

勾股定理 李超 大垸镇初级中学 数学 

勾股定理的逆定理 赵燕秋 大垸镇初级中学 数学 

勾股定理 李伟 大垸镇初级中学 数学 

写作：说明的顺序 杨晋 大垸镇初级中学 语文 

弹簧测力计 刘程思 大垸镇初级中学 物理 

What’s the matter？ 卜丽君 大垸镇初级中学 英语 

八年级生物下册 《传染病及其预防》 徐燕 大垸镇初级中学 生物 

普通计时法与 24时计时法 王克文 大垸镇焦家铺中心小学 数学 

二年级下册语文园地二写话《我的好朋友》 黄艳 大垸镇焦家铺中心小学 语文 

《两端都栽的植树问题》 陈洁 大垸镇焦家铺中心小学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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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3 Weather PartB 张佳 大垸镇焦家铺中心小学 英语 

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商中间有 0） 杨甜甜 大垸镇明德小学 数学 

五年级下册 Which season do you like best? 刘静 大垸镇明德小学 英语 

四年级下册第五课琥珀 曾澜 大垸镇明德小学 语文 

陈述句和与反问句的互换 刘旋 大垸镇明德小学 语文 

0的认识 龚联玉 大垸镇明德小学 数学 

仰卧起坐训练方法 廖亚平 大垸镇泥南中心小学 体育 

二年级语文下册《传统节日》 雷曲 大垸镇泥南中心小学 语文 

怎样放得更大 石波 大垸镇小学 科学 

连减的简便运算 张玲 大垸镇小学 数学 

垂线的画法 李淑娥 大垸镇小学 数学 

反问句改陈述句 向娥 大垸镇小学 语文 

一年级看图写话指导 李婷婷 大垸镇小学 语文 

商末尾有 0的除法 杨克峰 大垸镇小学 数学 

部首查字法 谢雪 大垸镇小学 语文 

《“一词多义”的理解及运用》 黄艳辉 大垸镇小学 语文 

除法算式各部分的名称 王琴 大垸镇小学 数学 

绿 杨媛 大垸镇小学 语文 

主语从句 熊其梅 第一中学 英语 

余弦定理 刘思慧 第一中学 数学 

人物的外貌怎样写？ 王杭 东方初级中学 语文 

用方程解决实际问题 江燕 东方初级中学 数学 

口算乘法 2 赵娟 东方初级中学 数学 

简述 There be句型 周丽 东方初级中学 英语 

两重括号的运算顺序 熊桂枝 东方初级中学 数学 

景物描写的作用 谢大明 东方初级中学 语文 

应对自然灾害 李春兵 东方初级中学 思想品德 

位置与方向 吴涓 东方初级中学 数学 

so和 such的用法区别与应用 郭承群 东升镇第一初级中学 英语 

微课《背影》 邹斯美 东升镇第一初级中学 语文 

植树问题 付华 东升镇焦山河中学 数学 

《一览人物，大话西游》 郭雪琴 东升镇焦山河中学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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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写景之妙   学习写景方法——以《从百草

园到三味书屋为例》 
王世美 东升镇焦山河中学 语文 

a few ,few, a  little,little 区别与用法 王程 东升镇焦山河中学 英语 

26个英文字母的读音及大小写的书写 杨静云 东升镇焦山河中学 英语 

情态动词 can的用法 赵清容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英语 

现在进行时的用法 徐逸洋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英语 

英语中四个花费用法辨析 李阳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英语 

情态动词表示推测 文华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英语 

过去进行时 袁容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英语 

Can you play the guitar? 周婷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英语 

七年级上 3.4 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次方程——产品

配套问题 
陈晓星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数学 

伟大的抗日战争 袁淑芬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历史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 郑文香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数学 

文言文《学弈》 郑傲 高基庙镇津南小学 语文 

《乘加乘减》 王玲 高基庙镇小学 数学 

《数学广角——鸽巢问题》微课 严枝兰 高基庙镇小学 数学 

荷叶圆圆 曾慧 高基庙镇小学 语文 

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小数加减混合运算 丁翔宇 高基庙镇英华达希望小学 数学 

《记承天寺夜游》写景品读 余晨旭 高陵镇初级中学 语文 

英语中指示代词 this,that,these和 those的用法 刘欢 高陵镇初级中学 英语 

《男儿当自强》 邬恒忠 高陵镇初级中学 思想品德 

曲艺音乐 朱艳 高陵镇初级中学 音乐 

感叹句 谭学玲 高陵镇初级中学 英语 

时间介词 in,on,at的用法 郑敏 高陵镇初级中学 英语 

初中数学因式分解 彭旭辉 高陵镇初级中学 数学 

spend/ take/ pay/ cost 的辨析 全玉平 高陵镇初级中学 英语 

复合不定代词 成朵 高陵镇初级中学 英语 

26.1.1反比例函数 邹瑶 高陵镇初级中学 数学 

9的乘法口诀 郝欣 高陵镇茅草街小学 数学 

There be 句型 佘晓敏 高陵镇希望小学 英语 

组合图形面积 陈慧方 高陵镇希望小学 数学 

我国稀有动植物的分布 邓国兵 高陵镇希望小学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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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数乘小数》 徐会琼 高陵镇希望小学 数学 

整百整千数的加减法 徐永红 高陵镇希望小学 数学 

吃饭有讲究--洗手 樊露远 高陵镇希望小学 思想品德 

三年级英语上册 Unit3 田丹艳 高陵镇晏家巷中心小学 英语 

位置与方向（一） 陶冶 高陵镇晏家巷中心小学 数学 

盈亏问题 刘容 横沟市镇小学 数学 

数学广角—数与形 柳微微 横沟市镇小学 数学 

"一“的变调 徐玲 横沟市镇小学 语文 

音序查字法 苏艳 横沟市镇小学 语文 

十几减 9 陈瑶 横沟市镇小学 数学 

直述句改转述句 刘晓辉 横沟市镇小学 语文 

unit 2 What time is it? It's time for... 和 

It's time to...的区别 
沈亲朋 惠芳小学 英语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严晓霞 锦洲小学 语文 

伯牙鼓琴 陈蔓 锦洲小学 语文 

健康看电视 谢琼 锦洲小学 思想品德 

混合与分离 李永华 锦洲小学 科学 

Unit 2 What time do you go to school?ways to 

express time 
付敏 久合垸乡初级中学 英语 

be going to +动词原形 邓杨 久合垸乡初级中学 英语 

中考专题之病句修改 樊苗 久合垸乡初级中学 语文 

生物的特征 陈厚兵 南口镇初级中学 生物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parents ? 石雪利 南口镇初级中学 英语 

每个人都应得到尊重 龚光新 南口镇初级中学 思想品德 

反身代词的固定短语（八下语法微课） 谭林玲 南口镇初级中学 英语 

分子热运动 曾军 南口镇初级中学 物理 

枣儿 刘军 南口镇初级中学 语文 

Unit 9  My favorite subject is science.第一

课时 单词课 
向丽芳 南口镇初级中学 英语 

微课《神奇的泡泡虫》 张云茜 南岳山幼儿园 科学 

显微镜的操作使用 郑立 实验初级中学 生物 

if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 谢娟 实验初级中学 英语 

利用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决图表问题 张倩 实验初级中学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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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线与拐点问题（一）--铅笔模型 严琪琳 实验初级中学 数学 

中国的经济发展-农业 黄豆豆 实验初级中学 地理 

整式的加减 任俊 实验初级中学 数学 

巴西热带雨林 王维 实验初级中学 地理 

石首市实验小学——邓春艳——加法结合律 邓春艳 实验小学 数学 

3的倍数的特征 刘姝妍 实验小学 数学 

乘、除法的意义和各部分间的关系 付美蓉 实验小学 数学 

可能性 张宁 实验小学 数学 

如何询问职业及其应答语 田方梅 实验小学 英语 

巧用标点符号 夏艳 实验小学 语文 

《说的不同表达方式》 陈娟 实验小学 语文 

j、q、x、y和ü的拼写规则   郑璐 实验小学 语文 

《古诗词三首——运用多种方法理解诗意》 李林 实验小学 语文 

部首查字法 刘群 实验小学 语文 

商中间有 0的除法 伍胡兰 实验小学 数学 

有括号的四则运算 李黎楠 实验小学 数学 

学习具体描述一种情景 宗淑群 实验小学 语文 

分数乘分数 何丽红 实验小学 数学 

小蝌蚪找妈妈 邹翔 实验小学 语文 

《看图写话》 童雪梅 实验小学 语文 

认识线段 王沈 实验小学 数学 

我国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取得的辉煌成绩 许慧芬 实验小学 体育 

加法 郑明娟 实验小学 数学 

6的认识 姚琳 实验小学 数学 

1~5 的认识和加减法 冯卫云 实验小学 数学 

植树问题 施岩 实验小学 数学 

角的度量 赵雯靖 实验小学 数学 

口算除法例 3 张玲利 实验小学 数学 

望庐山瀑布 陈晓卉 实验小学 语文 

趣味识字 郭琴 实验小学 语文 

小学生用眼卫生 吴学龙 实验小学 体育 

学会宽容 袁玉和 实验小学 思想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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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夏朝丽 实验小学 数学 

有趣的汉语拼音标调规则 郑慧 实验小学 语文 

直述句改转述句 涂庆梅 实验小学 语文 

图形复制 雷光枚 实验小学 信息技术 

文言文节奏划分 余龙新 桃花山镇初级中学 语文 

勾股定理 李权朝 桃花山镇初级中学 数学 

初中数学—函数与几何存在问题 李超 桃花山镇初级中学 数学 

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笔算 周雨婷 桃花山镇红军小学 数学 

小学常见的四种说明方法 田桂林 天鹅洲经济开发区小学 语文 

How are you? 周寒 天鹅洲经济开发区小学 英语 

烙饼问题 谭芳 天鹅洲经济开发区小学 数学 

连加 张海鸥 天鹅洲经济开发区小学 数学 

作文课堂--《借物喻人》 张魏婷 调关镇初级中学 语文 

七年级下册第六章算数平方根 田琴 调关镇初级中学 数学 

篮球运球 董德华 调关镇初级中学 体育 

容斥原理求面积 王马力 调关镇初级中学 数学 

生活中常见的盐--调关中学徐杨 徐杨 调关镇初级中学 化学 

百分数 税立 调关镇小学 数学 

圆环的面积 张琴文 调关镇小学 数学 

分数乘整数 张雅 调关镇小学 数学 

音的高低 谈紫馨 调关镇小学 音乐 

U6-How do you feel？ 彭丽丽 调关镇小学 英语 

修改病句讲解 樊静 调关镇小学 语文 

呼吸与健康生活 柳周群 调关镇小学 科学 

沉浮与什么因素有关 曾瑞莲 调关镇小学 科学 

be动词的用法 杨兰兰 团山寺镇小学 英语 

《合理选择统计图》 湛利朋 团山寺镇小学 数学 

如何预防校园欺凌的发生 峻博 团山寺镇小学 思想品德 

第六章  实数复习 李清华 团山中学 数学 

扇形统计图 曾香 文昌小学 数学 

圆的面积 严奉艳 文昌小学 数学 

纸品乐陶陶活动 2——魅力衍纸 罗琴瑶 文昌小学 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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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一动连着动，平淡变神奇 吴其珍 文昌小学 语文 

分数的意义 李小国 文昌小学 数学 

提示语与运用 熊敏 文昌小学 语文 

小苏打和白醋的变化 李雪芳 文昌小学 科学 

三角形的面积 刘华 文昌小学 数学 

十几减 9 邓萍 文昌小学 数学 

立定跳远动作分析与易犯错误 周驰 文昌小学 体育 

认识上波音 袁玉国 文昌小学 音乐 

《画》 陈蓉 文昌小学 语文 

《拍手歌》隹字的理解 曾玲 文昌小学 语文 

比喻的妙用 罗繁强 文昌小学 语文 

我想对您说 陈春枝 文昌小学 语文 

交流平台--批注 刘霞 文昌小学 语文 

时间介词 in.on. at的用法 朱蓉 文昌小学 英语 

把字句和被字句的转换 袁在梅 文昌小学 语文 

商的变化规律 王玲 文昌小学 数学 

可数名词单复数变化规律 汤黎 文昌小学 英语 

秋冬防疫指南 李茂林 文昌小学 信息技术 

上网时的文明礼仪 陈涛 文昌小学 信息技术 

光是怎样传播的 王薛琴 文昌小学 科学 

直述句改转述句 陈蓉 文昌小学 语文 

《富饶的西沙群岛》 熊丹 文昌小学 语文 

《司马光》微课 晏芙蓉 文昌小学 语文 

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的方法 曹春香 文昌小学 语文 

can 的用法 刘宁 文峰初级中学 英语 

解析 Sixteen-year-olds shouldn’t be allowed 

to get their ears pierced 
张才琼 文峰初级中学 英语 

封面设计 王丹 文峰初级中学 美术 

学写读后感 徐霞 文峰初级中学 语文 

the simple present tense 袁肖怡 文峰初级中学 英语 

英语中交通方式的表达 吴琼 文峰初级中学 英语 

平面直角坐标系 李霞 文峰初级中学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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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形填空做题技巧 徐小芳 文峰初级中学 英语 

交通方式的两类表达 徐晶 文峰初级中学 英语 

where引导的特殊疑问句 马艳 文峰初级中学 英语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张林 文峰初级中学 语文 

“在”和“再”的区别 江金荣 文华小学 语文 

《漫游成语王国》 杨涵 文华小学 语文 

动词的单三式 宋小娟 文华小学 英语 

二年级《看图写话》 毛秋香 文华小学 语文 

学用简单的标点符号 杨义玲 文华小学 语文 

扩句 郑雪云 文华小学 语文 

缩句 杨映华 文华小学 语文 

修改符号的认识和使用 郑玮 文华小学 语文 

写作方法指导《动静结合》 付传菊 文华小学 语文 

《有趣的标点符号》 易娟 文华小学 语文 

运球转身 吴翔 文华小学 体育 

认识时间——几时几分 欧阳芬 文华小学 数学 

welcome的常见用法 赵雪晴 文华小学 英语 

被字句与把字句的转换 杨丽 文华小学 语文 

《数学广角——推理》 周俐宏 文华小学 数学 

拙笔轻笺绘美景 章雄丽 文华小学 语文 

《动物的叫声》 黄菡 文华小学 音乐 

长方形的周长 雷欣欣 文华小学 数学 

反问句改陈述句 邹佳 文华小学 语文 

分数的简单计算 刘百合 文华小学 数学 

认识排比句 张莉 文华小学 语文 

三年级上册 Unit 4 We love animals 曾洋 文华小学 英语 

“的、地、得”的用法 钟英 文华小学 语文 

汉字的历史演变 陈瑶 文华小学 思想品德 

认识三角形 陈兰兰 文华小学 数学 

引号“   ”在对话中的使用 韩露 文华小学 语文 

二年级看图写话 黄冉莲 文华小学 语文 

长方体的认识 王义兵 文华小学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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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线、垂线的性质》 杨小娟 文华小学 数学 

三位数加三位数（进位） 张萌 文华小学 数学 

7的乘法口诀 牟雪莲 文华小学 数学 

六年级数学广角数与形 欧阳安 文华小学 数学 

陈述句与反问句的转换 韩巧巧 文华小学 语文 

《求比一个数多（少）几的数是多少》 张雅思 文华小学 数学 

辨析时间介词 in,on,at的用法 王文琪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英语 

人物细节描写让 《秋天的怀念》更感人 杨雯慧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语文 

贫乏与充盈 王连相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思想品德 

be going to 结构的用法 张亮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英语 

复习课：伟大的历史转折 熊小芳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历史 

三角形的外角的性质 刘芳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数学 

小说阅读之三要素考点归纳 谢菀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语文 

if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 彭普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英语 

《化合价与离子符号的异同点》 余勇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化学 

如何朗读《弟子规》 杨骄 小河口镇合兴小学 语文 

搭配(简单的排列） 卢婷婷 小河口镇合兴小学 数学 

归纳法准备作文素材 刘成文 小河口镇合兴小学 语文 

认识钟表 朱燕萍 小河口镇合兴小学 数学 

认识时钟 张欣 小河口镇合兴小学 数学 

Be 动词的认识 汤卫平 小河口镇合兴小学 英语 

加法运算定律 徐唤苏 小河口镇天河小学 数学 

五年级下册第 2单元《2、5 的倍数的特征》 张李 小河口镇天河小学 数学 

《鸟的天堂》教学视频 李佑红 小河口镇小学 语文 

We love animals 孙艳 小河口镇小学 英语 

现在进行时 刘蓉 小河口镇小学 英语 

轴对称图形 艾康生 小河口镇小学 数学 

认识负数 左文姣 小河口镇小学 数学 

认识分数 徐孝银 小河口镇小学 数学 

圆的面积 付科春 小河口镇小学 数学 

三年级语文《修改病句》 汪丽 小河口镇新铺小学 语文 

《少年中国说》 滕跃 小河口镇新铺小学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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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动态分析 张云祥 新厂高级中学 物理 

显微镜的使用 赵志刚 新厂高级中学 生物 

等比数列 余齐新 新厂高级中学 数学 

英语微课：with复合结构 吴振宇 新厂高级中学 英语 

流行音乐-中国风 全大娟 新厂高级中学 音乐 

过零丁洋 邓秋霞 新厂镇初级中学 语文 

变废为宝---装饰画制作 张昌荣 新厂镇初级中学 美术 

say tell talk speak 的区别和用法 邹雨 新厂镇初级中学 英语 

定语从句（一） 黄显中 新厂镇初级中学 英语 

9加几 吴娇 新厂镇六腰垱小学 数学 

开音节与闭音节的区别 胡蓉 新厂镇小学 英语 

学习拟人句 黄玲 新厂镇小学 语文 

“巧分的地得” 李蓉 新厂镇小学 语文 

《搭石》 刘芳 新厂镇小学 语文 

《三角形的面积》 龙吉庆 新厂镇小学 数学 

《小数乘法》 成和银 新厂镇小学 数学 

立定跳远 黄儒娟 绣林小学 体育 

雪地里的小画家 姚巧 绣林小学 语文 

如何扩写句子 贾梦 绣林小学 语文 

3的倍数的特征 丁琼 绣林小学 数学 

《星光灿烂》 刘伟玲 绣林小学 美术 

《感受月光曲的美》 马青兰 绣林小学 语文 

六下数学  折扣 李民燕 绣林小学 数学 

我们大家跳起来 夏勇 绣林小学 音乐 

拼音打字好又快 刘绪全 绣林小学 信息技术 

一般现在进行时态 周密 绣林小学 英语 

观察物体（二） 王敏 绣林小学 数学 

微课 顿中英 绣林小学 数学 

微课《植物妈妈有办法》 刘为 绣林小学 语文 

《踏雪寻梅》 张荇 绣林小学 音乐 

《采薇》节选 王红 绣林小学 语文 

德沃夏克幽默曲 余潜星 绣林小学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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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加几》 张梅 绣林小学 数学 

水平二：脚背正面踢球 杨进 绣林小学 体育 

缩写句子的方法和技巧 赵婧 绣林小学 语文 

冰淇淋梦工厂 张莉 绣林中心幼儿园 美术 

《纸杯花》 夏婷 绣林中心幼儿园 美术 

有趣的圆形宝宝 文颖 绣林中心幼儿园 科学 

快乐波尔卡 张婧 绣林中心幼儿园 音乐 

交通标志我知道 夏雯 绣林中心幼儿园 其他 

勇夺红旗 杨娜 绣林中心幼儿园 体育 

三等奖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学科 

传统节日 杨朝昭 笔架山办事处东方小学 语文 

识字口耳目 姜春艳 笔架山办事处东方小学 语文 

平均分 涂鹏 笔架山办事处东方小学 数学 

认识钟表 刘吉华 笔架山办事处东方小学 数学 

认识人民币 周桂枝 笔架山办事处东方小学 数学 

人教版地理七上三章四节-针对气候问题的探讨 谢婷 邓初民中学 地理 

电阻的测量 张俊 邓初民中学 物理 

人教版八年级物理上册 王黛菲 大垸镇初级中学 物理 

《子衿》诗歌赏析 田丽君 大垸镇初级中学 语文 

抗美援朝 朱建宇 大垸镇初级中学 语文 

Where did you go on vacation？ 邹瑶 大垸镇初级中学 英语 

主谓宾的辨别吗 吴东建 大垸镇初级中学 英语 

牛顿第一定律惯性 曾臣祥 大垸镇初级中学 物理 

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 章怡 大垸镇初级中学 语文 

澶渊之盟 鲁玲 大垸镇初级中学 历史 

英美节日文化 李琴 大垸镇初级中学 英语 

我多想去看看 高彩红 大垸镇焦家铺中心小学 语文 

千年梦圆在今朝 王雅倩 大垸镇焦家铺中心小学 语文 

《种植凤仙花》 郑嗣 大垸镇焦家铺中心小学 科学 

缩句的方法和技巧 张玄 大垸镇明德小学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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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学科 

圆柱表面积公式的运用 余葛亮 大垸镇明德小学 数学 

天窗 陈朝华 大垸镇明德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部编版六年级下册 《4.藏戏》 邓平平 大垸镇明德小学 语文 

空气能占据空间吗 阳小凤 大垸镇明德小学 科学 

《荷花》及作业练习 柴丽 大垸镇泥南中心小学 语文 

角的初步认识 盛利群 大垸镇泥南中心小学 数学 

简单的统计表 胡佩 大垸镇泥南中心小学 数学 

人物语言描写 杨大明 大垸镇小学 语文 

篮球原地胸前传接球 唐硕 大垸镇小学 体育 

篮球运动常识 邹晓明 大垸镇小学 体育 

3的倍数的特征 周敏 大垸镇小学 数学 

部首查字法 李文杰 大垸镇小学 语文 

《解稍复杂的方程 1》 杨峰 大垸镇小学 数学 

How Tall Are You 宇琴 大垸镇小学 英语 

《小数的意义》 刘凌 大垸镇小学 数学 

小数乘整数 王宏 大垸镇小学 数学 

扩句的方法 魏小霞 大垸镇小学 语文 

直述句改转述句 古东 大垸镇小学 语文 

专心就能找到 陈娟 大垸镇小学 语文 

《荷花》课后小练笔 高桃 大垸镇小学 语文 

部编版二年级下册《 语文园地一》 谭俊 大垸镇小学 语文 

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 姚俊宇 大垸镇小学 语文 

血糖平衡调节 刘思 第一中学 生物 

等比数列 何志华 第一中学 数学 

2021八省适应性考试（数学）试卷分析 付家伟 第一中学 数学 

散文阅读的基本方法 李勤 第一中学 语文 

如何把陈述句变成一般疑问句 罗彩云 东方初级中学 英语 

比例的基本性质 周晖 东方初级中学 数学 

第 2 课 抗美援朝（第 2子目）微课 毕成学 东方初级中学 历史 

圆中的多解问题 王昌军 东方初级中学 数学 

金属与盐溶液滤渣和滤液的成分判断 李立新 东方初级中学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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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学科 

Be动词的用法 王梅香 东方初级中学 英语 

比喻句的运用 赵珊 东方初级中学 语文 

陈述句与反问句的互换 胡业辉 东方初级中学 语文 

议论文阅读之论证方法辨析及作用考点 王佳华 东方初级中学 语文 

相似三角形几种常见模型 龚光明 东方初级中学 数学 

经济全球化 吴建群 东方初级中学 政治 

俄国农奴制年改革 易灿华 东方初级中学 历史 

反问句改陈述句 吕毅 东方初级中学 语文 

人称代词中的主格和宾格的构成和用法 汤明华 东方初级中学 英语 

说明方法的辨别 张扬勇 东方初级中学 语文 

体积单位间的进率 李春兰 东方初级中学 数学 

use 的用法 张友凤 东方初级中学 英语 

我们的公共生活 余军 东方初级中学 思想品德 

角平分线的性质和判定及其简单应用 李卫华 东升镇第一初级中学 数学 

从蒸汽时代到信息时代 李平坤 东升镇第一初级中学 历史 

跟着课文学写作 汤烈强 东升镇第一初级中学 语文 

托盘天平的使用 季新华 东升镇第一初级中学 物理 

周亚夫军细柳 熊扬阳 东升镇第一初级中学 语文 

《圆的面积》 孙琳达 东升镇焦山河中学 数学 

《电磁铁的磁力》(一)微课 袁洋 东升镇焦山河中学 科学 

《捉泥鳅》 吕娜 东升镇焦山河中学 音乐 

田径——弯道跑 李涤坤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体育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两角对应相等的两个三角形相

似 
谢党育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数学 

“滑动变阻器”引起的动态电路分析 冯秀芳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物理 

健美操力与美的结合 李安娜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体育 

联合国 童昌梅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历史 

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余市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语文 

立定跳远 王勇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体育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 陈婉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语文 

从一篇作文看如何突出主旨 金大立 高基庙镇初级中学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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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数学微课：沏茶问题 丁亚琴 高基庙镇津南小学 数学 

圆的面积 赵纯明 高基庙镇小学 数学 

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口算除法 成先文 高基庙镇小学 数学 

《鲁滨逊漂流记》 李超 高基庙镇小学 语文 

青字族形声字专项讲解 胡倩 高基庙镇小学 语文 

What time is it? 付欢 高基庙镇小学 英语 

动词 ing形式的变化规则 晏忠梅 高基庙镇小学 英语 

小马过河（第二课时） 张寒 高基庙镇小学 语文 

小蜗牛 张静 高基庙镇英华达希望小学 语文 

形容词的比较级与最高级 刘莉 高陵镇初级中学 英语 

看电影学语文理解划线句子的含义微课  陈然 高陵镇初级中学 语文 

解一元一次方程中的去分母 陈天赐 高陵镇初级中学 数学 

拟写新闻标题 蔡晗 高陵镇初级中学 语文 

立定跳远 徐勇· 高陵镇初级中学 体育 

平方差公式 胡锋 高陵镇初级中学 数学 

数轴上的动点问题 胡宇 高陵镇初级中学 数学 

基数词讲解 冉龙龙 高陵镇初级中学 英语 

滑动摩擦力 田振 高陵镇初级中学 物理 

宣传标语的拟写 谢庆 高陵镇初级中学 语文 

《数学广角  搭配（一）》 张青 高陵镇多子桥联合小学 数学 

古诗《题西林壁》 曾芳 高陵镇多子桥联合小学 语文 

大禹治水 杨碧君 高陵镇多子桥联合小学 语文 

缩句的技巧和方法 徐云钦 高陵镇多子桥联合小学 语文 

有趣的凑十法 田蜜 高陵镇多子桥联合小学 数学 

习作：围绕中心意思写 张慧 高陵镇茅草街小学 语文 

Unit 4 My home Part C Story time 蔡蓉 高陵镇茅草街小学 英语 

口语交际：爱护眼睛，保护视力 曾诚 高陵镇茅草街小学 语文 

扩写句子 邬家香 高陵镇茅草街小学 语文 

《四则运算》—加、减法的意义和各部分间的关系 李福建 高陵镇希望小学 数学 

《狐假虎威》 陈肖 高陵镇希望小学 语文 

如何缩句 薛丹 高陵镇希望小学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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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小城 张雪咏 高陵镇希望小学 语文 

b p m f 教学设计 任璎 高陵镇希望小学 语文 

小学英语地点介词 何卫星 高陵镇晏家巷中心小学 英语 

汉语拼音标调规则 杨洪浪 高陵镇晏家巷中心小学 语文 

认识立体图形 袁亚明 高陵镇晏家巷中心小学 数学 

《伯牙鼓琴》 何秀林 横沟市镇小学 语文 

习作《有你，真好》 叶珍纯 横沟市镇小学 语文 

登鹳雀楼 李修如 横沟市镇小学 语文 

烙饼问题 谭姣 横沟市镇小学 数学 

三年级常见病句修改 周姣 横沟市镇小学 语文 

体积和体积单位 王倩 横沟市镇小学 数学 

小蝌蚪找妈妈 魏元辉 横沟市镇小学 语文 

田忌赛马 徐茜 横沟市镇小学 数学 

十二生肖属相 曾兰香 横沟市镇小学 语文 

习作《这儿真美》 谢晋 横沟市镇小学 语文 

《日本明治维新》 鲁选德 横沟市中学 历史 

富饶的西沙群岛 杨凡 锦洲小学 语文 

How-do-you-feel-Blet's-learn 徐丹 锦洲小学 英语 

比的意义 夏桃 锦洲小学 数学 

口语交际: 打电话 王立 锦洲小学 语文 

《连加连减》 刘南希 锦洲小学 数学 

我们都来讲笑话 付莲 锦洲小学 语文 

小小羊儿要回家 毛丽丽 锦洲小学 音乐 

坐井观天 范谋菊 锦洲小学 语文 

八年级上册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 周倩 久合垸乡初级中学 英语 

八年级语文口语交际应对 夏龙腾 久合垸乡初级中学 语文 

基数词变序数词的用法口诀 何利葵 久合垸乡初级中学 英语 

《草丛中》 熊淑君 久合垸乡小学 美术 

一年级数学加减混合的计算 赵婷 久合垸乡小学 数学 

民间习俗的寓意 蒋海金 久合垸乡小学 语文 

反问句与陈述句的转换 谢李慧 久合垸乡小学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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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learn & talk  鄢来祥 南口镇初级中学 英语 

托盘天平的使用方法 向静 南口镇初级中学 物理 

分数的简单计算 刘少林 南口镇初级中学 数学 

小苏打和白醋的变化 杨文 南口镇初级中学 科学 

四季之美 孙晓霖 南口镇初级中学 语文 

5.2.1 平行线 吴靖 南口镇初级中学 数学 

5的乘法口诀 戴光甫 南口镇初级中学 数学 

《食物中的营养》 邹国晶 南口镇初级中学 科学 

二年级看图写话指导 田雨 南口镇初级中学 语文 

高扬民族精神 孟庆军 南口镇初级中学 政治 

技巧-跪跳起 郑淦杰 南口镇初级中学 体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巩固 胡滔 南口镇初级中学 历史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扶文龙 南口镇初级中学 语文 

四上数学 第八单元数学广角-优化 田忌赛马 张洁 南口镇初级中学 数学 

be动词的用法 李美琳 南口镇初级中学 英语 

雪地里的小画家 白治华 南口镇初级中学 语文 

微课《等汽车》 张红梅 南岳山幼儿园 语文 

《老山界》 田琳 实验初级中学 语文 

《嘀哩嘀哩》 郭九安 实验小学 音乐 

8 池子与河流 杨月华 实验小学 语文 

请跟我来 辛萍 实验小学 美术 

第九套广播体操 汤小虎 实验小学 体育 

蜜蜂 付月珍 实验小学 语文 

阅读式批注 江黎 实验小学 语文 

我的植物朋友 孟小元 实验小学 语文 

Dinner's ready  江栀 实验小学 英语 

认识直角 饶娟 实验小学 数学 

《倒数的认识》 李萍 实验小学 数学 

分数乘整数 邹先钾 实验小学 数学 

百分数的意义和写法 邱卓 实验小学 数学 

乘加、乘减 段红艳 实验小学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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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的认识 李素萍 实验小学 数学 

《质数和合数》 谭静霞 实验小学 数学 

空气能占据空间吗 刘艳霞 实验小学 数学 

粉刷匠 李琴 实验小学 音乐 

猫 李慧 实验小学 语文 

有趣的汉字 尹程慧 实验小学 语文 

夏季奥运会吉祥物的发展 魏银银 实验小学 体育 

哈哈哈 变变变 刘芳 实验小学 美术 

定滑轮和动滑轮 周玲 实验小学 科学 

节奏变变变 李琴 实验小学 音乐 

《100以内退位减》微课 王小红 实验小学 数学 

《基本命令我会用》 李祖明 实验小学 信息技术 

网络存储方法多 李顺 实验小学 信息技术 

制作我的小乐器 李庆圣 实验小学 科学 

动作描写 柳璇 实验小学 语文 

几分之一 顿辰辰 实验小学 数学 

缩句 杨慧 实验小学 语文 

"一“的变调 王小晓 实验小学 语文 

蜗牛与黄鹂鸟 陈婷 实验小学 音乐 

口语交际 陈昌勇 实验小学 语文 

仰卧起坐 陈英 实验小学 体育 

并脚跳短绳 黄卫华 实验小学 体育 

分数的基本性质 陈鹏 实验小学 数学 

我们来下棋 赵倩 实验小学 美术 

拟人修辞手法 张治群 实验小学 语文 

乘法运算定律 柳建忠 实验小学 数学 

修改病句 罗晶 实验小学 语文 

四季之美 易晓敏 实验小学 语文 

比例的基本性质 毕莹 1 实验小学 数学 

《习作：围绕中心意思写》 王丹 实验小学 语文 

2，5的倍数特征 袁雄 实验小学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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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法运算定律 何慧 实验小学 数学 

古诗《绝句》 李蓉 实验小学 语文 

足球——直线运球 许安华 实验小学 体育 

写信 张卫 实验小学 语文 

口算除法 张霞 实验小学 数学 

用估算解决问题 刘艳霞 实验小学 数学 

圆柱的表面积 阳泽安 实验小学 数学 

常见修辞手法之比喻 陈柳伶 桃花山镇初级中学 语文 

现代文阅读之标题的含义及作用 徐文 桃花山镇初级中学 语文 

人教版初中物理八下：力 胡大军 桃花山镇初级中学 物理 

书法基础 刘云果 桃花山镇初级中学 语文 

have和 has的用法 胡俏丽 桃花山镇初级中学 英语 

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变化 刘金锋 桃花山镇初级中学 历史 

回声 赵衍 桃花山镇初级中学 物理 

十五从军征 陈亚运 桃花山镇初级中学 语文 

我们如何读“新闻”？ 官润 桃花山镇初级中学 语文 

除法 刘杉 桃花山镇红军小学 数学 

分数除以整数 王洁 桃花山镇红军小学 数学 

分数的产生和意义 第一课时 曹翠云 桃花山镇小石桥小学 数学 

青蛙写诗 丁少芳 天鹅洲经济开发区六合垸小学 语文 

爬山虎的脚 毛成其 天鹅洲经济开发区六合垸小学 语文 

一年级数学下册 100以内数的读写 陈克强 天鹅洲经济开发区小学 数学 

“三线八角” 阳鹏 调关镇初级中学 数学 

老王 李丹 调关镇初级中学 语文 

文言文翻译 陈珍 调关镇初级中学 语文 

平行线的性质与判定 王记平 调关镇初级中学 数学 

频率副词 郑明佳 调关镇初级中学 英语 

二次根式性质 李仙君 调关镇初级中学 数学 

三大改造 谭维 调关镇初级中学 历史 

It’s  rainning 陈敏 调关镇初级中学 英语 

勾股定理基础解题梳理 李欣 调关镇初级中学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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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语言 向春燕 调关镇初级中学 语文 

古今异义 冉鼎明 调关镇初级中学 语文 

陈述句和反问句的互换 张敏 调关镇小学 语文 

求组合图形的面积 何福晓 调关镇小学 数学 

比喻句和拟人句的区别 刘颖 调关镇小学 语文 

三年级英语 Happy birthday Part A 词汇课 王明珠 调关镇小学 英语 

线段、直线和射线 严丽 调关镇小学 数学 

趣味标点 鄢美华 调关镇小学 语文 

夏天里的成长 胡芳 调关镇小学 语文 

雨点儿 周晓君 调关镇小学 语文 

Unit 4  What can you do ? 胡乔蓉 调关镇小学 英语 

Book6unit1alearn 付建新 调关镇小学 英语 

小公鸡和小鸭子 王小慧 调关镇小学 语文 

量一量，比一比 胡一帆 调关镇小学 数学 

巧解组合图形面积 杨柳 调关镇小学 数学 

邓小平爷爷植树 谭玉蓉 调关镇小学 语文 

夜宿山寺 张茜 调关镇小学 语文 

Unit3 Look at me 文幸 调关镇小学 英语 

拟人句 王丽 调关镇小学 语文 

鸡兔同笼问题 陈玉婷 团山寺镇小学 数学 

小学阶段常见的说明方法 谢小芳 团山寺镇小学 语文 

人教版小学数学一年级上册《9加几》 瞿子墨 团山寺镇小学 数学 

小雨沙沙 谢伊萌 团山寺镇小学 美术 

拼音标调规则 雷明敏 团山寺镇小学 语文 

音序查字法 朱亚玲 团山寺镇小学 语文 

小学语文病句修改方法 王双凤 团山寺镇小学 语文 

现在进行时 袁甜 团山寺镇小学 英语 

亿以内数的读法 刘玉培 团山寺镇小学 数学 

24.风娃娃 黄雪婷 团山寺镇小学 语文 

二年级语文下册 1.村居 胡蝶 团山寺镇小学 语文 

天地人 沈小丽 团山寺镇小学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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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6 Happy Birthday partB Let's talk 赵小娟 团山寺镇小学 英语 

《鸟的天堂》 谭艳利 团山寺镇小学 语文 

j q x与ü相拼的规则 谭小雪 团山寺镇小学 语文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蒋晓莉 团山寺镇小学 数学 

批注阅读的方法指导 邬林 团山寺镇小学 语文 

《趣味闯关读水浒》 张婷 团山中学 语文 

我们所了解的环境污染 从“白色污染”说起 刘玉华 文昌小学 思想品德 

接力棒的传接方法 魏平 文昌小学 体育 

《出塞》诗词赏析 陈杰克 文昌小学 语文 

慈母情深 刘朵 文昌小学 语文 

试商小窍门 周蓉 文昌小学 数学 

蹲距式起跑 徐泽华 文昌小学 体育 

圆环的面积 匡俊 文昌小学 数学 

“的得地”的区别与用法 严红 文昌小学 语文 

数字变变变 刘倩 文昌小学 美术 

感受生活中的法律 秦霜 文昌小学 思想品德 

看图写话三步法 徐琼芳 文昌小学 语文 

音乐欣赏《跳圆舞曲的小猫》  袁慧 文昌小学 音乐 

《音序查字法》 张丽 文昌小学 语文 

修改病句 蒋训明 文昌小学 语文 

碳的还原性 王特 文峰初级中学 化学 

《饮酒》（其五） 刘倩 文峰初级中学 语文 

26.1.2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和性质（1） 李清清 文峰初级中学 数学 

铁的冶炼概况 雷雨 文峰初级中学 化学 

绝对值与分类讨论思想和数形结合思想 杨习荣 文峰初级中学 数学 

宾语丛句 谭文英 文峰初级中学 英语 

现在进行时 李尹丹 文峰初级中学 英语 

七年级上册历史 第 12课 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 魏群洲 文峰初级中学 历史 

我的叔叔于勒 赵田 文峰初级中学 语文 

消化和吸收 刘丽 文峰初级中学 生物 

有理数加法的运算律及运用 邹颖 文峰初级中学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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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理差异 张真 文峰初级中学 地理 

足球脚内侧踢球 袁智举 文峰初级中学 体育 

《阿长与山海经》微课 张忠祥 文峰初级中学 语文 

物主代词的使用 李甜 文峰初级中学 英语 

there be结构 张晓静 文峰初级中学 英语 

飞行梦工厂 胡唯 文华小学 美术 

《小小的船》中的叠词读法 程丽 文华小学 语文 

三角形内角和 艾兰平 文华小学 数学 

说具体的一句话 孟子钰 文华小学 语文 

运用多种方法理解词语 刘京梦 文华小学 语文 

音的高低 陈洁 文华小学 音乐 

神奇的小画册 姜雕 文华小学 美术 

比喻句 李家琼 文华小学 语文 

《如何做阅读批注》 张梅 文华小学 语文 

《分数的初步认识》（复习课） 王莉 文华小学 数学 

蚕的生长变化 余卉 文华小学 科学 

《优化—烙饼问题》 余晓敏 文华小学 数学 

分数的简单应用 刘俊良 文华小学 数学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 汪雨晴 文华小学 数学 

Where is my car 余雯 文华小学 英语 

倍的认识 陈丹 文华小学 数学 

小巴郎童年的太阳 谭幸子 文华小学 音乐 

习作：写信 吕婷 文华小学 语文 

有趣的偏旁部首 黄晓宇 文华小学 语文 

角的初步认识 陈丽 文华小学 数学 

看图写话指导 韩程 文华小学 语文 

棉花姑娘 郑蕾 文华小学 语文 

《秒的认识》 郑玲玲 文华小学 数学 

病句修改小技巧 谭林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语文 

单项式的概念 宋进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数学 

圆锥及侧面展开图的有关计算 刘新苗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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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朱雨薇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生物 

《昆虫记》激趣课——神秘的螳螂 蔡诗晨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语文 

切线长定理 魏奋祥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数学 

尊重他人 黄发卫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政治 

天平的使用 杨壮 小河口镇初级中学 物理 

学写拟人句 崔亚军 小河口镇合兴小学 语文 

《石灰吟》 向林灵 小河口镇合兴小学 语文 

认识周长 周玲 小河口镇小学 数学 

What does he do ？ 陈宇 小河口镇小学 英语 

多边形的面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 向翠玲 小河口镇小学 数学 

圆的面积推导 张明敏 小河口镇小学 数学 

坐井观天 孙春莲 小河口镇小学 语文 

《慈母情深》 赵慧 小河口镇小学 语文 

《日月明》微课 聂健 小河口镇小学 语文 

古诗《所见》 曾亚兰 小河口镇小学 语文 

三角形的特性 杨爱 小河口镇小学 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刘振华 小河口镇小学 数学 

运动与摩擦力 黎容波 小河口镇小学 科学 

植树问题——两端都栽 石美容 小河口镇小学 数学 

有的人 周柳 小河口镇小学 语文 

四个太阳 王越 小河口镇小学 语文 

Ask for permission 付艳 新厂镇初级中学 英语 

物质共存离子共存问题 杨雪 新厂镇初级中学 化学 

一次函数 马德军 新厂镇初级中学 数学 

舞动的皮筋 曾小平 新厂镇初级中学 数学 

《写出人物的精神》写作训练 马男杰 新厂镇初级中学 语文 

I  remember meeting all of you in Grade 7 金晓普 新厂镇初级中学 英语 

平方根 张帆 新厂镇初级中学 数学 

《大自然的语言》 姚琳 新厂镇初级中学 语文 

常见离子共存 梁乐 新厂镇初级中学 化学 

厘米的认识 李怡清 新厂镇六腰垱小学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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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学方位介词 on,in,under. 胡金曼 新厂镇小学 英语 

我要的是葫芦 肖萍 新厂镇小学 语文 

1000以内数的认识 鲁艳芬 新厂镇小学 数学 

找规律 黄辉 新厂镇小学 数学 

夜宿山寺 吴先冬 新厂镇小学 语文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杨琴 新厂镇小学 语文 

梯形面积公式的推导 吴光波 新厂镇小学 数学 

宿新市徐公店 余惠 新厂镇小学 语文 

《游西山村》 王兰 新厂镇小学 语文 

形近声母巧区分 覃章兰 新厂镇小学 语文 

折扣 陈儒忠 新厂镇小学 数学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刘娟 绣林小学 数学 

《有趣的线条》 陈星 绣林小学 音乐 

《动画表情我制作》 张登峰 绣林小学 信息技术 

四则运算 黄欢 绣林小学 数学 

What can you do? 吴丹 绣林小学 英语 

蹲踞式起跑 张玉君 绣林小学 体育 

研究杠杆的秘密 李隆波 绣林小学 科学 

微课  小数乘法 鄢丽琼 绣林小学 数学 

《四时田园杂兴》微课 王芳 绣林小学 语文 

《马诗》 张唐姣 绣林小学 语文 

加法（一） 吴云梦 绣林小学 数学 

纸船和风筝 徐娟 绣林小学 语文 

There is a big bed. 吴红枝 绣林小学 英语 

7的乘法口诀 杜芳 绣林小学 数学 

前滚翻 徐建军 绣林小学 体育 

提示语的三种形式 陈琼 绣林小学 语文 

How many... ?句型讲解 赵晴 绣林小学 英语 

鸟的天堂 邢杏红 绣林小学 语文 

电和磁 習芸甄 绣林小学 科学 

Do Re Mi 曾凡敏 绣林小学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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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帽》 陈艳 绣林小学 音乐 

二年级下册语文园地二《说说我的好朋友》 朱英 绣林小学 语文 

《白鹭》 夏光琼 绣林小学 语文 

微课 戴新星 绣林小学 语文 

《搏击操预备节的教学》 贺小利 绣林小学 体育 

三上 Unit5 Let's eat 黄小芬 绣林小学 英语 

《障碍跑》 毛叶梅 绣林小学 体育 

比喻过山车 卢慧蓉 绣林小学 语文 

《金木水火土》 柳文娟 绣林小学 语文 

安全乘车我知道 王蓉 绣林中心幼儿园 其他 

安全乘车 史沙莉 绣林中心幼儿园 其他 

我是一只小青蛙 陈阳 绣林中心幼儿园 音乐 

糖果王国 魏林 绣林中心幼儿园 其他 

明亮的眼睛 张菲菲 绣林中心幼儿园 其他 

年妈妈和她的娃娃们 聂婷 绣林中心幼儿园 科学 

好吃的水果 黎小娟 绣林中心幼儿园 科学 

《神奇的树叶》 周靓 绣林中心幼儿园 美术 

水墨拓印 刘丽 绣林中心幼儿园 美术 

《有趣的沉与浮》 张旭 绣林中心幼儿园 科学 

好看的烟花 郑福苏 绣林中心幼儿园 美术 

可爱的斑点狗 袁婷 绣林中心幼儿园 美术 

手指躲猫猫 熊彩霞 绣林中心幼儿园 音乐 

小老虎的名片 付晓 绣林中心幼儿园 语文 

多变的图形 徐子琴 绣林中心幼儿园 美术 

黑夜真好吃 郝莉 绣林中心幼儿园 语文 

 


